
2020年 3月 16日   淨薈  以四無量心修淨土法門第三講     性空長老主講    道源 

法師翻譯    馮靜雯整理初稿  通澤法師校對（上午第一部分問答時間）  

  

開始長老先誦經：《慈心經》及《大悲咒》  

  

問答時間：  

  

第一個問題：（from Ivy）  

  

問：       先感恩師父回覆問題，獲益良多！慈悲禪先慈 

悲自己練習，一直做，會否漸漸執著自己感受。那就加 

強了自己愛我執？成反效果呢？  

  

答：       無緊要。我們練習佛來成佛，還不是佛。練習 

佛就是放下，先要放下『非法』才可放下法。如果不放 

下非法，無法放下法。法是用來放下 

非法。法是靠法欲，無法欲無法練習法。法欲用來對治   

貪欲。法欲是好的，貪欲不好的。先用法欲對治貪欲， 

才可以全部放下，不然無辦法，學佛一定要了解這個過 

程，如果沒有法欲無法入法門，  無入法門無辦法學法， 

所以法欲是好的，不是不好的，無緊要。  

         第二個問題：（ from Red）  

  

問：       感恩長老教導，我修習慈心禪時，有時可生起 

慈心，有時不能。能生起慈心感覺時會比較專心，但有 

點情緒高漲，呼吸會有些用力，這樣是否有問題呢？  



  

答：       第一天我們曾說，學佛法是靠作意，我們學佛 

法因被所緣把握，要學佛法來把握所緣，這是自在，是智慧。不 

要混慈跟悲在一起，雖然了解慈跟悲不容易分開，他們 

很似，先了解他們的不一樣，才放在一起。先分開才了 

 解互相的關係，所有的善法都有互相的關係，所有的不 

善法也都有互相的關係。我們修不善法全在一起：無明丶 

貪欲丶嗔恨，都是好朋友，在我們心中。 修善法也一樣， 

都有互相的關係：無貪、無嗔、無痴，坐在一桌，有貪欲 

一定會變成嗔恨，嗔恨變成貪欲，這是表示我們的無明。 

無貪就無嗔，無嗔就無貪，都一定有互相的關係。這樣「 

明」才會明顯。所以學佛法是減少我們的「無明」修「明」 

。 學佛法了解作意，有作意就有心的過程。心的過程由作 

意開始。我們注意什麼心便變成什麼，依照我們的作意。 

心是靠所緣，心是了別所緣，怎樣注意所緣就決定我們用 

什麼心，一定要了解這個道理。學佛法要把握兩種作意， 

《瑜珈師地論》有說明四十種作意，但我們要把握兩個 

重要作意，「勝解」作意(Adhimokshiki manasikara)與「真 

實」作意(tattva manasikara）。學慈心觀丶悲心觀及淨土法 

門都是用勝解作意，這是相似的作意，淨土法門與四無量心 

法門也是有互相關係，都是靠  

勝解作意，決定是這樣就入這樣的境界。因你有決定所 

以心就順你的決定。這決定利益你，讓你放下，調心清 

淨丶離開煩惱，所以是好的勝解。不善心是不好的勝 

解，我們為自己，這是我的，這不是你的，你要放下丶 

我要拿，這是不善法的勝解。什麼是善法勝解？我要 



快樂，一切眾生都要快樂；我不要苦，一切眾生都不 

要苦；我要歡喜一切眾生的功德，我要全部放下，一切 

眾生有苦所以放不下，我也是因為有苦所以放不下，所 

以這個勝解是順平平等等，平平等等是功德，不平等不 

是我們的功德，佛完全平平等等所以他的功德是完全， 

所以可度無量眾生。我們放不下，所以不能度所有的眾 

生，因我們個人主觀作意，佛不需作意，因他的作意是 

客觀的，如法反映一切法。如果修慈心觀是靠什麼勝解 

？我有快樂有清淨的快樂，有快樂不執着，我要一切眾 

生都有這種快樂不執著。這是善 

心丶是愛丶是無煩惱的愛。什麼是無煩惱的愛？是利益 

自己丶是利益眾生有快樂，若對你的家人丶丈夫丶孩子 

和社會，這互相的關係會好。很多人煩躁丶有問題丶心 

不安，因無這種快樂。先用「勝解」在自己的心修這種快樂，然後 

給予大家你的感情。雖然他們不快樂但思維他們的快樂象，他們 

生氣，也不跟他們一起生氣，仍繼續思維他們的快樂象。所以 

他們不會長時間發脾氣，一下子就沒有了，這是慈心觀的秘密。 

你若回應他們不好的心，你便不能度他，連自己也無法度。這是 

慈心觀的力量，慈心觀就是波羅蜜，這個波羅蜜的力量 

不可思議，佛用這個不可思議慈心觀的力量來克 

服所有的敵人，連最厲害的惡行也是用慈心觀克服。他的堂兄弟提  

婆達多害他、殺他、很多生命，但他沒有生氣、能忍。最後的 

生命有很多次也想殺他，讓他流血，但他沒有生氣，這 

是慈心觀與忍的關係，能夠忍才可修慈悲，你無忍便沒 

有辦法修慈悲，因你沒有辦法忍耐。修悲心觀是思維一 

切眾生的苦，佛沒有教『樂聖諦』，有教苦聖諦，這是『安立 



諦』。這個安立諦不容易理解，一切眾生都有安立諦因為 

都無常：有生一定有老病死，沒有例外，有生就一 

定會有老丶有病丶有死，這是安立諦。因為我們看不到 

安立諦丶不能了解自己也無法了解眾生，所以無法忍自己 

才也無法忍眾生，所以心不安。所以好像現在這樣出現問 

題，看不到問題在裏面不在外面，只掛外面，對自己沒 

有愛、對眾生也沒有愛，無辦法忍自己的苦、無辦法忍別人的苦，討 

厭自己、討厭人家。這種情況心怎能安下，無辦法。所以一定要了 

解慈心觀，了解悲心觀，將它們放在一起。修慈心觀不 

是思維自己的苦，是思維一切眾生快樂的象。修悲心觀是 

思維一切眾生的苦，連有快樂的眾生都是有苦，為什麼 

有苦？因它在無常之內，佛是說明我們這個苦不是真 

的，若真的便無法解脫，也不能說它不是真的，它是方 

便用來了解究竟樂，若果無了解苦便無辦法了解究竟 

樂。究竟樂超越世間的苦和樂，所以要了解這種境界才 

了解第一勝義諦。現在你們修是淨土法門丶四無量心就是 

菩薩法門，從勝義諦的「果」了解「因」為苦，了解苦才 

能夠超越。 

在什麼情況能夠超越？在清淨的五蘊，在清淨的五蘊是勝義諦。 

「淨土」是五蘊清淨：五藴清淨所緣就是清淨平等：因 

為所緣是清淨，受是清淨，想是清淨，色是清淨，分別  

是心，識是清淨。所以這樣思維能夠調心清淨：心清淨就是靠感覺清淨，心 

的分別靠感受。如果受是善心的感受，心也變成善心的分別丶 

合理的作意。這個淨土從菩薩道的角度來看是合理的作意，順 

清淨的五藴，清淨的五藴是勝義諦。雖然你靠勝解但不究竟，不過是順究竟， 

所以能生在淨土。那邊便可解脫考佛，在佛淨土可靠佛菩薩的力量而成佛。  



  

問：       未能生起慈心時會有很多妄想，妨礙專心於四 

個願，用力去專注四個願但都未能生起慈心會有點急 

躁，放鬆些又容易有昏沉，除了耐心忍耐，請問長老還 

可如何對治？  

  

答：       智慧，只有智慧可以對治所有障礙。若心無智 

慧的光明，很難處理那些障礙，所以我們都要靠智慧，才入所有的法門。 

智慧靠「尋」「司」，因為你尋司所緣，所以順智慧。依照《阿 

毘達磨》尋（智慧）和司（意志）在一起。智慧是分別，分別是 

一個過程，是靠你的識和意志。你多尋求丶多司察你的 

所緣，讓智慧光明出現在你的心，多思維這個境界讓你 

很清楚。你的支持是四個願：它們支持慈心觀清淨 

的境界 、清淨的愛。如果能夠順慈心觀的感受不需要思維 

及念它們。但是若所緣還是不清楚、有昏沉，便一定要用 

意志及精進用四個願思維境界，思維就是尋司。有智慧有 

思維，一定要精進，知法是智慧，知法是跟精進和喜在一 

起。有這些條件便能夠放鬆不昏沉，如果沒有這些條件放 

鬆便會昏沉。為什麼？因為所緣不明顯，所緣明顯便不會 

昏沉，所以請不放逸。  

  

第三個問題（from Karen Check）  

  

問：       修入息出息和四界分別都會出現智慧之光。修 

四無量心會否也出現智慧之光？  

   



答：        在《阿含經》和《雜阿含經》曾經說要解脫要 

修四念處配合四無量心。如果大家有選淨土法門就是菩 

薩的修行，聲聞羅漢不需要修什麼淨土，菩薩的大乘修 

行是靠在淨土。依慧遠法師，大乘佛法的慈心觀 

所緣不單指一切眾生，而且是一切法，也是究竟的慈心 

觀，這是佛陀的境界。這是無緣慈心觀，無緣慈心觀一 

定有智慧光明，可處理所有煩惱，因為是修菩薩法門， 

從無分別心也可了解有分別心的慈心。平常是由有分別心 

了解無分別心，但菩薩法門是由無分心了解到有分別心。  

這兩個有分別與無分別心不要執著，這是四無量心和淨 

土的目標。所以大家參考《大乘莊嚴論》彌勒佛，他說 

明慈心觀在大乘佛教，四無量心有四個目標：第一目標是  

「勝生」（superior birth）：這是淨土的關係，修淨土得勝生，修慈心觀丶悲 

心觀丶喜心觀都是希望在死後得出生到順解脫的境界，順解 

脫的境界是心平等丶受平等。第二目標是合智慧：「無分別智慧」 

，淨土法門與四無量心都是順無分別智慧，一 

切眾生「樂」丶「悲」丶「喜」平平等等，一切眾生「無煩惱」平平等 

等，一定要了解這個道理。第三是對治障礙：淨土與四 

無量心都是對治障礙，什麼是障礙？慈是對治嗔恨，悲 

是對治害心，喜是對治嫉妒，捨是對治所有煩惱。所以 

為了對治所有的障礙修四無量心、修淨土。這樣才能夠平 

平等等，若果不是沒有辦法平等，這是他們互相的關係。  

  

第四個問題： （from Red）  

  

問：       另外還想問，觀想喜歡或不喜歡的人時，可能 



夠起與這個人不愉快經驗，而妨礙慈心生起，當下應如 

何對治？謝謝！  

  

答：       這時候已經離開你的願，入妄想。當下要離開妄想而且跟 

願相應：修慈心觀不是思維他們對你好不好，思維他們 

的快樂象，不是思維他們的煩惱，來得到心平平等等。這 

個是理想，不理想是你的情況有喜歡不喜歡，理想是不    

理。因為我們眾生不是佛，一定會有那些傾向， 

修越來越明顯、越來容易厭離這些情況，心會越來越平 

等。這是學佛的過程，先要如實觀才可以厭離，厭離才能夠離欲丶離欲，才能夠放下。 

你沒有如實觀無辦法厭離、沒有厭離無法離欲、沒有離欲無法放下。沒有放下便不是佛。 

你見自己不是佛便會精進，你想自己是什麼丶是好不好，便不會 精進。 

一定要了解這些道理才能如實精進。如實精進是靠正 

念，無正念便無法如實精進。因為無法如實精進，所以 

留在煩惱裏，所以思維你可意的眾生：我的兄弟小時候 

對我怎麼樣？我的母親為何這時候這樣說讓我受苦？這些是妄 

想，不是修破壞分別的限制，得到心平平等等的了解。 

要當下有正念就可以處理了，沒有正念無法如實精進便留在煩惱裏。 

唉呀，好簡單！  

  

第五個問題：（from Ricky）  

   問：        今午在對親人做慈心觀時，過程中眼睛會自然 

地流下眼淚，但內心是很平靜的，沒有打妄想，請長老 

開示為何會有此情況？  

  

答：        流淚不一定不好。阿羅漢也會流淚，但他的感 



情是清淨，我們平時流涙感情不一定清淨。如果感情清 

淨，流淚沒有什麼過失，而且流淚也會變成清淨化的過 

程，不需要擔心這些，流淚讓他流，也無所謂，流淚不 

是一個錯誤，不是不善心，不善心是貪瞋癡，這些和 

貪嗔無明無關係，心有正念正知便沒有無明，貪和嗔便不 

明顯。是善心的過程和清淨化有關係，會流淚有感恩法，這是很好的 

流涙。  

  

第六個問題： （from Red）  

  

問：       長老上堂說過，在破壞限制過程，我們思惟所 

緣對象在快樂裏面，思惟他們的樂分，所以就算他實際 

不快樂，也不會受他影響。長老可否多解釋這點，因我 

曾經試過以親人為所緣練習慈心禪，但當在現實中見到 

這個親人還是很執著不快樂時，情感上反而有很大衝 

擊，創造的境界跟現實混淆，懇請長老指正，感恩！  

  

答：        所有修行的所依是正念，這情況是因無正念。 

無正念離開順緣的境界，離開你的法門丶你的業處丶所   

有煩惱也會出來。因離不開業處丶法門，所以任何情況都要讓心進入清淨 

化的過程。這是你的勝解作意，要順勝解作意與他相應，有正念才有正知，正 

知是處理這些煩惱的傾向，所以繼續在清淨的境界，淨 

土法門也是一樣。  

  

第七個問題： （from J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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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        請問「敵人」的定義是什麼？可否是政治人 

物、一些公眾人物？如果跟我自身貼近一些的，大多是 

我怕見到，或是認為對我不友善的人。  

  

答：       敵人定義是你不喜歡（不可意）。大乘佛教《三藏經》有 

寫：如果你有的敵人，依菩薩的修行是最可憐的事情。 

真的菩薩是無敵人，真的菩薩是所有眾生的朋友，若果 

你有敵人在你的心裏面，你要慚愧，我們是用敵人來克 

服這個討厭的傾向，我們一定有這個傾向，發脾氣的傾 

向，所以我要說明破壞限制不是思維這個人怎麼樣，是 

用來了解道理，了解平等的心，了解平等的心才能入定 

：無量慈心定 、無量悲心定、無量喜心定、無量捨心定量。都是因為你了解平等的道

理。 

有量的心才會發脾氣、執著的情況。那些傾向不明顯，如果所緣無量 、平等。 

。所緣不平等是因為你了別對象喜歡或不喜歡的傾向， 

這傾向在心裏很深，很難估計有多深，無量生命也是一 

直靠這傾向一直生死。因為這種分別心，如果是善心會 

出現好的情況，如果是不善心會出現不好的情況，無量 

心出現在好與不好的情況。 我們的心一下子發脾氣丶一 

下子執着丶一下子就不理他，這是無明的傾向，因為這 

個傾向我們無量劫受苦，繼續受苦。修四無量心、修淨土看 

出這情況對我們不好，讓心不安、不清淨和亂。你 

能夠看得很清楚，在心裏才找到智慧的光明。若果你看 

得不清楚，便沒法處理這些傾向。因為你讓它繼續，它 



會越來越明顯，結果你的心會越來越不安，所以你一定 

要學淨土法門和四無量心法門讓這些傾向越來越不明顯。若果 

你現在找不到討厭的人物是很好，但在過去的時間你一 

定會找到不喜歡的老師、同學，會記得 

他們，仍在你心中，帶着他們，難怪你的傾向仍在，如 

果你找不到有那位小朋友害你、陌生人害你，你找一個 

政治家曾經害了很多人，可以以這個為對象。所緣是誰 

不重要，只用來了解道理破壞限制的修行，若果無辦法 

入破壞限制便入不到無量心的定。慈心觀有次第：先從自己   

發起丶後破壞限制再擴大所緣變成一切眾生沒有例外。然後 

入慈心為無量心，沒有分別所有眾生包括裡面。依大乘佛 

教佛在過去生命也有用這種心：祂為眾生而殺，但也無受不好果 

報。因為他用殺來度眾生，所以不會受不善心的果報。祂有一世 

為了救五百商人(都是菩薩轉世)的命而殺一位船長，因祂知道船長 

的意圖想謀財害命，起了殺心。這樣做是因為靠心的力量用智慧了解。 

避免這人殺更多無辜的眾生。菩薩道才有這種道理，這是菩薩道的好處。  

  

問：       一些我以往想他（她）最好在世界消失的，均  

是當時有利益衝突，現在我想起自己曾如此惡毒也非常 

慚愧。如果做觀想「敵人」時，長老可有建議該如何去 

選呢？阿彌陀佛！  

  

答：       破壞限制的過程，重要是思維道理，不是思維 

人。若你思維人，不思維道理，便離開四無量心的智 

慧。這是不正念，不正念是煩惱的根本，因為有不正 

念，所以有不正定，不正定讓自己和別人受苦，不正定 



讓自己發脾氣越來越厲害，只會可憐你的對象，自己亦 

都會越來越可憐。不正念的結果就是不正精進，所以五 

根不會平等，五根不平等就不會變成五力，心無力量， 

那裏有覺知和中道呢？什麼也沒有了。中道是靠心平平 

等等，學菩薩道就是為了得到這個道理，學無分別心。 

聲聞大部份都是靠有分別心來了解這個道理。       

              休息一會，稍後直接修，第三所緣是討厭的人 

物，討厭的人物多多修。對我們來說眾生最可的是因為有嗔恨心，是最黑 

的心，眾生受不可思議的苦是因為嗔恨心，不是因為貪 

心。因貪心才會有嗔恨心，一定要了解他們的關係。因 

為貪心特別強，因此嗔恨心也特別強。 貪心特別強，如 

權力的貪心和有利害的貪心和有傲慢的貪心，於是嗔恨 

心特別強，因有貪心讓很多人受無量無量的苦，所以在 

我們心裏最危險的心：要控制別人丶要受別人的恭敬。我們 

要超越小人變成大人，如果是為了得到權力丶為了控制 

別人，是最容易發脾氣的心。所以選擇不喜歡的政治家 

或不喜歡的老師等，一定要有這些人物，可以用他們， 

如果我們有這些傾向便不會隨喜眾生的功德，所以我們 

見到有真正功德的人我們不隨喜，因為我們有妒忌，妒 

忌是嗔恨心，我有什麼好處不要別人知道丶不要別人參 

加，這都是嗔恨心。你這樣思維你的敵人，這樣可以減 

少你的妒忌和慳貪的傾向，你不要別人參加你的好處， 

這是妒忌，這是無明。你多多思維你討厭的人也有他的 

快樂象，他們做不好的事，也不是想這樣做，因他們有無 

明，其實他們是可憐。如果你這樣思維，心會找到輕 

安。阿彌陀佛！  



  

 


